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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楠
楠) 今年高考于7月7日-10日
进行，考生入场须进行两次安
检，并接受人脸识别、体温监测
等，请考生预留充足的入场时
间(建议至少提前30分钟到达
考点)，以免耽误考试。

2020年烟台市共有35387人
报名参加夏季高考及高中学业
水平等级科目考试，比去年增
加2254人 ,高职单招及综合评
价、高水平、保送生等已经录取
6921人，实际应参加考试人数
为28466人，全市共设14个考区、
24个考点、954个考场。

2020年夏季高考及学业水
平等级考试将于7月7日-10日
进行，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
外语和考生自主选择的等级考
试科目。考生7月1日至10日9:00
-20:00网上打印准考证。

考生可于7月6日下午4：30
后，持准考证到所在考点熟悉情
况，落实考试要求。按照防疫要
求，为保证考场安全,考生不得进
入考场,考试前各考点工作人员
将组织考生有序进入考场。所有
考试科目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
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
考生不得提前交卷出场。

自6月23日起每日自觉进
行体温测量、记录及健康状况
监测。建议考生自6月23日起无
特殊情况不要离开烟台。考前
有发热(体温≥37 . 3℃)情况或

考前14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
地区旅行经历的考生，务必前
往本人考试所在市定点医疗机
构作核酸检测。考生入场时主
动向考点说明情况，并提供考
前7日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前必须
接 受 体 温 测 量 。体 温 高 于
37 . 3℃的考生，需进行体温复
测。体温复测后仍高于37 . 3℃，
经专业评估和综合研判，能继
续参加考试的，安排在备用隔
离考场考试。低风险地区的考
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
考试过程中，建议考生继续佩
戴；非低风险地区或备用隔离
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

考生入场须凭准考证、有效
居民身份证(原件)，首场考试时
须持《承诺书》，部分考生还需按
规定携带核酸检测报告。考生入
场须进行两次安检，并接受人脸
识别、体温监测等，请考生预留
充足的入场时间(建议至少提前
30分钟到达考点)，以免耽误考
试。不同考试科目可能编排的考
场不同，请考生一定注意。

所有考场配备钟表供考生
参考时间，但所有考试时间以
考点按照北京时间统一发出的
信号为准。考生入场须自我清
身，不要戴带金属饰品的服装，
严禁携带手表、具有通讯、摄录
像功能的物品。不要带包，建议
使用简易文具透明袋装考试用

品。考生进入封闭区和考场时，
监考教师要用金属探测器对每
一位考生进行检测。

除2B铅笔、书写用0 . 5mm
黑色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
板、橡皮外，其他非必需物品不
准带入封闭区和考场(科目有
特殊规定的除外)。严禁携带手
机等各种通讯工具、手表、电子
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
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封闭区
和考场。不准用规定以外的笔
和纸答题，不准在答卷、答题卡
上做任何标记。要在答题卡上
与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内书写

答案，写在草稿纸上或非题号
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
效。考生在答题前一定要认真
阅读答题上的注意事项，缺考
标记不得填涂，作答选做题时，
要正确填涂选做题题号，不能
漏涂、错涂、多涂。

今年烟台市夏季高考所有
考场继续安排在标准化考点内
进行，并配备网上视频监控系
统、手机信号屏蔽仪、金属探测
器、二代身份证识别仪等考试
设备。考试期间，市工信局将出
动无线信号监测车巡逻检查。
考试作弊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今年7月7日-10日连续四天高考
考生入场须进行两次安检，并接受人脸识别、体温监测等

鲁东大学发布2020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

省内招生按“专业”投档按学分收费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楠

楠) 近日，鲁东大学发布2020
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省
内招生按按“专业”投档，实行
学分制收费。

据悉，2020年高考录取，鲁大
在山东省内按“专业”投档，进档
考生满足所填报专业志愿选考科
目要求，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
身体状况符合相关专业培养要
求，均予录取到投档专业。

对于投档分相同的考生，
若所在生源省(区、市)规定了位
次确定原则，从其规定。若未规
定位次确定原则，在实行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依次按语文数
学总成绩、语文或数学单科最

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等级考
试选考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等
级考试选考科目单科次高成绩
由高到低排序；在未实行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文科依次按语
文、文科综合、数学、外语单科
成绩排序确定位次，理科依次
按数学、理科综合、语文、外语
单科成绩排序确定位次，成绩
高者排序在前。

录取时，往届生与应届生
一视同仁，各专业无男女比例
限制。英语、日语、法语、朝鲜语
专业要求外语语种为英语，其
它专业不限制外语语种。按大
类录取的学生，入学时不分具
体专业，进入专业类平台学习，

然后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学业
成绩、专业容量分流到大类中
相关专业。

学校实行学分制改革，学
生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除
必须修读的课程外，可结合个
人兴趣自主选择课程进行修
读。实行学分制收费，具体标准
按照山东省发改委规定执行。

学校设有“国家助学金”“社
会力量助学金”“助学贷款”“困
难补助”“勤工助学”“学费减免”

“结对帮扶”“绿色通道”“爱心超
市”等资助模式，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新生入学后，学校组织全
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按有关

规定处理。鲁东大学不委托任
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
取工作，不收取国家规定之外
的任何费用。

据介绍，鲁东大学是一所
以文理工为主体、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现有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服务
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
目、17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2个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学校现有87
个本科专业，专任教师1607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597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912人；3个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15个省级品牌特
色专业、1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在校生30000余人。

山东工商学院举行2020年毕业典礼

校长最后一课讲“成长”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楠

楠) 疫情挡不住毕业季的难
忘美好，疫情隔不断学子对母
校的惜别之情。近日，山东工商
学院2020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
予仪式在艺术中心礼堂举行。

党委书记白光昭为获得
2020年省级优秀毕业生代表、15
名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的优
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院长
杨同毅为获得硕士学位的毕业
生代表一一拨穗和授予学位证
书，握手祝福并合影留念。校领
导为获得学士学位的优秀本科
毕业生代表一一拨穗并授予学
位证书。

校长杨同毅作了题为“学
会成长”的讲话。他代表学校向
2020年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
表示祝贺，向陪伴学生成长与
蜕变的任课老师、辅导员、班主
任、导师们表示感谢。他指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今年的“人生加冕礼”显
得更加难能可贵、刻骨铭心。

杨同毅寄语毕业生，一要
与自然相处，不仅仅是索取还
需要保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是一种生态理念和发展观
念，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融入到今后的工作之上，从我
们自身做起。二要与亲人相处，
不仅仅是享受还需要责任。要
对父母、对亲情进行再思考，要
进一步体悟约束与克制、规划
与自律，用责任去回报爱，让爱
散发出温暖的光辉。三是与社
会相处，不仅仅是获得更需要
担当。要自觉融入社会发展的
大势之中，把自己的小我与祖
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统一起
来，志存高远，以“功成必定有
我”的进取和担当，勇立时代潮
头。

杨同毅最后希望毕业生们
牢记“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把
每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位，把每
件平凡的事情做精致。他期待
毕业生们在简单和平凡之中成
就出彩人生，山商是同学们永
远的记忆，母校是同学们永远
的家园。

人文与传播学院本科毕业
生孙珺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硕士毕业生苑根基分别作
为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达了

对学校的感激、对师长的祝福、
对山商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
憧憬。金融学院解其昌作为教
师代表上台致辞，寄语毕业生

“此生身系山商人”。
典礼最后，全体起立合唱

《中国煤炭经济学院之歌》，共
喊“凡我所在 便是山商”的口
号，抒发毕业生对母校的感激
之情。另外，6月19日和6月22日，
杨同毅为自愿返校的毕业生进
行了学位授予。

烟台高新区招聘55名教师
7月6日开始网上报名

2020年烟台高新区教育系统事业
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55名。

招聘岗位主要参照教育部相关专
业学科目录设置专业要求，应聘人员
学历证书所载专业应当与招聘岗位专
业要求相一致，国家承认的辅修专业
证书与学历证书配合使用，可依据辅
修专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报考。

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名、网
上初审、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每人限
报一个岗位。

报名时间：2020年7月6日9:00-7月8
日16:00；查询时间：2020年7月6日12:00-7
月9日11:00；缴费时间：2020年7月6日12:
00-7月10日16:00。

通过网上初审的人员，务于2020年
7月6日12:00-7月10日16:00登录报名网
站，进行网上缴费。逾期未办理网上缴
费手续的，视作放弃资格。笔试考务费
收取标准为：每人每科40元。

招聘考试采用先笔试后面试的方
式。笔试成绩、面试成绩、考试总成绩
均采用百分制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数，尾数四舍五入。进入考察范围
人员确定后，按计划招聘人数由高分
到低分依次等额对应聘人员进行考
察、体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烟台职业学院
公开招聘70名工作人员

烟台职业学院2020年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70名工作人员。

本次招聘设置52个招聘岗位,共计
70个招聘计划，包括教育类、综合类、医
疗类岗位。除招聘岗位另有要求外，硕
士研究生须为1979年6月30日(含)以后
出生，普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须为1974
年6月30日(含)以后出生。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可放宽至1969年6月30日
(含)以后出生。

报名采取网上预报名、网上初审
的方式进行，每人限报一个岗位。面向
博士的招聘岗位为长期招聘岗位，岗
位招满即止，未招满的岗位报名有效
期至2020年11月30日。面向硕士及以下
招聘岗位，自简章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
7月15日17：00止，进行网上预报名。

报考博士和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
员不参加现场报名与资格初审，招聘
采取现场或远程网络直接考察的形式
进行，具体采用面谈提问的考察方式。
考察分岗位(专业)进行，同一岗位问题
相同，根据考察情况，由考察组成员进
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等次确定拟
聘人选。报考硕士及以下岗位网上初
审通过人员须按照指定时间到指定地
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核确认，方可参加
考试。未按规定时间到现场进行资格
审查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硕士及以下岗位考试包括笔试和
面试。笔试成绩、面试成绩、考试总成
绩均采用百分制计算，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数，尾数四舍五入。笔试、面试
均安排在烟台职业学院进行。教育类
岗位(包括高校教师和实训指导教师岗
位)采用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综合类、
医疗类岗位采用先笔试后面试的方
式。

全部考试结束后，教育类、综合
类、医疗类岗位均按笔试和面试成绩
各占50%的比例合成考试总成绩。根据
考试总成绩，分岗位由高分到低分按
照1:1 . 5比例确定进入考察体检范围人
员名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序号 区市 考点
1 开发区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2

芝罘区

烟台一中
3 青华中学
4 烟台三中
5 烟台四中
6

福山区 烟台格迈纳尔中学
7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8 牟平区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9 莱山区 山东省莱山第一中学
10 长岛综试区 山东省长岛中学
11 龙口市 龙口第一中学
12

莱阳市 莱阳一中
13 莱阳九中北校
14

莱州市
莱州市第一中学

15 莱州市云峰中学
16 莱州市实验中学
17

蓬莱市 蓬莱一中
18 蓬莱二中
19

招远市 招远一中
20 招远二中
21 栖霞市 栖霞市第一中学
22

海阳市 海阳市第一中学
23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24 高新区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20年烟台市夏季高考考区考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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